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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务院
和财政部 8 月 7 日以所谓破坏香港
自治为由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
府部门和香港特区官员一事，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美方有关行径公然插手香港事
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赵立坚说，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
方决定即日起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
劣的美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霍
利、科顿、图米，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以

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

“人权观察”执行主席罗斯、“自由之
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实施制裁。

赵立坚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
力无权干涉。中方敦促美方认清形
势，纠正错误，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 10
日表示，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对美方采
取反制措施，会全面配合执行。

中国宣布制裁11名美方人员

近年来，阜宁县阜城街道不断加
强廉政宣传教育、营造廉洁文化氛
围，强化制度督廉，积极推进廉政文
化进机关、进村（居）社区、进广场等
系列活动。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廉政文化认
同度。举办“逢会廉政教育十分钟”

“党员活动日监委主任讲法纪”“美好
阜城微信群讲故事”等系列宣讲活
动，通过违法违纪案例重现、法律法
规知识讲解、廉政趣味故事分享等多
种方式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和
道德行为修养，让廉政文化入眼、入
耳、入脑、入心。

营造廉政氛围，增强廉政文化吸
引力。该街道以“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为目标，重点打造阜城特色清廉
长廊，以新时代江淮热地十里风光带

为载体，以街道及26个村（居）、社区
地标为内容，结合古今廉人、廉事、廉
句，营造明廉知耻的社会氛围，让街
道居民、来阜旅客能够切身感受到阜
城特色的廉政文化，以健康向上的底
蕴增强廉政文化吸引力。

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廉政文化常
态化建设。进一步完善领导协调机
制，形成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党政
齐抓共管，纪工委协调督查，各部门、
各站所发挥优势、各展所长，广大机
关干部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格局。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将廉
政文化建设纳入街道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惩防体系建设工作和机关绩
效管理考核之中，实现廉政文化建设
与业务工作同步部署、落实、检查和
考核。 徐 伟 周凌飞

阜宁县阜城街道
打造廉政文化品牌“植廉入心”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财务行为，强
化财经纪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宝应县西安丰镇纪委注重监督审计工
作，充分发挥审计作用，提升审计质
效，并通过健全完善各项制度，促进全
镇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该镇强化审计工作管理指导，通
过制定审计制度、规范审计程序、引入
第三方审计模式等，使审计工作进一
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明确审计工作
的重点内容，要求从审财务、审资金、
审项目、审政策等方面，将“审重点”与

“重点审”相结合，达到资金管理使用
安全、透明的目的。创新审计工作的
方式方法，由镇纪委牵头，监察、审计、

财政、农经等部门具体实施，定期开展
全镇财务互审和检查工作，在每季度
首月中下旬采用推磨交叉、抽签等方
式，对各村上季度的“三资”管理等情
况进行审计，切实加强审计监督，预防
和减少违纪行为发生。

该镇积极实施农村财务“三实
工程”，做到实名、实支、实有，进一步
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完善工作制度，从源头堵住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的漏洞。同时，扎实开展

“惠农补贴到户”工作，通过组织专项
审计检查，强化对惠农资金的监管，
进一步规范惠农补贴的发放，确保惠
农政策落到实处。 丁德良 曹洪海

宝应西安丰镇强化财务监督提升审计质效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
涨 2.7%，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图为消费者昨日在杭州市一家超市
选购蔬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卫生与
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访问台湾并会
见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
来，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
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

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所
作所为严重违背其在台湾问题上所作
承诺。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与
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与接触，
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
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重要领域合
作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就美卫生部长访台并会见蔡英文

中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追回外
逃人员7831人、赃款196.54亿元

新闻回顾：2014 年 6 月，中央追逃
办成立，此后，31 个省（区、市）也陆续
成立了省一级的追逃办。

报 告 显 示 ，2014 年 至 2020 年 6
月，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
人员 7831 人，包括党员和国家工作人
员 2075 人、“红通人员”348 人、“百名
红通人员”60 人，追回赃款 196.54 亿
元，有效削减了外逃人员存量。

根据“天网行动”统一部署，最高人
民检察院、国家监委先后牵头开展职务
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公安部持
续开展“猎狐”专项行动，外交部推进缔
约工作和交涉个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
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
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最
高人民法院牵头开展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逃匿、死亡案件追赃专项行动，国家安
全部提供重要工作支持，司法部畅通国
际刑事司法协助渠道。

同时，国家监委指导省、市、县三
级监委健全追逃追赃组织机构，建立
对外执法合作专业干部队伍，扎实开
展个案攻坚，推动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廉政与治
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认为，党中央高
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以
坚定的政治决心推动追逃追赃工作体
制机制不断深化完善，建立起了集中
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机制，这对于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至关重要。

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相
关领域立法不断推进

新闻回顾：2018 年 3 月，国家、省、
市、县四级监委全面组建完成。《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施行，专章对反腐
败国际合作作出规定，明确了监察机关
在追逃追赃工作中的职责定位。

报告显示，国家监委会同有关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
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在
四个半月期限内，“百名红通人员”、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蒋
雷等165名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

2019 年各级监察机关在职务犯
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中，共追回
职务犯罪嫌疑人 969 名，其中厅局级
干部3名、县处级干部36名。

与此同时，反腐败追逃追赃领域
立法不断推进——

审议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
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
度；出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解释；
出台《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制
定《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反腐败追逃追赃
等涉外案件规定（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院教授王秀梅表示，党的十九大以来，
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进入快车道，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律体系日趋严
密、完善，为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强有
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也为开展
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法治支撑。

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广泛开
展，攻破一批重点案件

新闻回顾：2015年3月，中央追逃
办召开会议，决定启动“天网行动”。
之后，随即发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底，
各省区市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
机关在“天网行动”中通过与国外境
外执法机关合作，依法缉捕 1468 人、
遣返345人、引渡50人。

“杨秀珠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
案”“黄海勇案”“闫永明案”“肖建明
案”⋯⋯报告中所提及的一系列典型
案例，展现出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司
法执法合作的丰硕战果。

报告显示，国家监委成立以来，
对外提出执法合作请求 50 余项、刑
事司法协助请求 9 项、引渡请求 7 项，
在国内与外方执法机关磋商案件 50
余次，组成 31 个团组赴 17 个国家开
展追逃追赃执法合作。

国际司法执法合作的广泛开展也
有效服务了国内反腐败工作。报告显
示，通过加大重点领域追逃力度，2019
年共追回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基
层自治组织等领域外逃人员502人，占
同期追回外逃人员总数的24.6%。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
究院教授张磊认为，近年来我国积极
开展与相关国家的国际司法和执法
合作，同外逃人员主要流入国开展引
渡、非法移民遣返等合作的同时，积
极探索其他引渡替代措施，推动反腐
败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广泛开展。

关口前移筑牢防逃“堤坝”，
新增外逃人员明显减少

新闻回顾：2019年8月，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反
腐败追逃追赃等涉外案件规定（试
行）》，对防逃工作作出专章规定。

完善防逃制度机制，科学设置防

逃程序，具体而言涉及三方面：
——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强化对

防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防逃工
作纳入主体责任范畴，对新增外逃
人员所属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指导推动各级监察机关制
定对被调查人、重要涉案人的防逃
方案及措施，将防逃工作贯穿职务
犯罪案件办理全过程。

——健全防逃预警机制，与公安
机关、证件保管部门、公证机构等建
立信息沟通渠道，对国有企业、国有
金融机构、基层自治组织等领域的新
增监察对象实现全覆盖，对存在的外
逃风险及时预警评估、重点关注。

报告显示，湖北联合发展投资
集团原董事长李红云、西南林业大
学原校长蒋兆岗、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程鹏，在察觉到
被监察机关调查后企图外逃，严密
的防逃措施令其无法出境，很快就
被缉拿归案。

同时，新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
作人员明显减少，从 2014 年的 101
人 降 至 2015 年 31 人 、2016 年 19
人、2017 年 4 人、2018 年 9 人、2019
年4人，有力遏制住外逃蔓延势头。

“防住一个就等于追回一个，必
须进一步构建更加严密的防逃机
制。”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
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黄风认为，除严格证件管理、出
入境监测和涉外事项报告制度以
外，还要强化反洗钱工作，有效预防
和遏制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和以投
资移民的方式外逃。

反腐国际合作深入开展，
初步构建起覆盖各大洲和重点
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新闻回顾：2019年10月，国家监
委与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谅解备
忘录，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
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文件。

报告指出，我国积极参与联合
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
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合
作，与28个国家新缔结引渡条约、司
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
等 43 项，国家监委与 10 个国家反腐
败执法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
议 11 项，初步构建起覆盖各大洲和
重点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推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推
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

《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
原则》、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
追逃追赃研究中心⋯⋯

黄风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外形
势下，更需要充分运用《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多边机制所
确立的各项国际合作规则，保持反
腐败国际刑事司法与执法合作的连
续性和相对独立性。

（新华社电）

加强反腐追逃追赃法治化

、规范化

—
—

聚焦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国家监委专项工作报告

10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关

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

赃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全

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国

家监委专项工作报告。

根据宪法和监察法规

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

工作报告，是国家监委接受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的重要方式。

食品安全，关乎广大群众百姓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新沂
市委、市政府始终将食品安全作为重
大的政治任务、民生工程，以创建“省
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抓手，盯紧

“菜篮子、米袋子、油瓶子、果盘子”，
全力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当前，新沂市食品安全
形势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织牢食安监管网 打通监管“最
后一公里”

新沂市作为苏北农业大市，是江
苏全省及周边各省的“菜篮子”。新
沂市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着重强化创
建工作责任感，创建活动措施细体系
全，逐渐形成了创建工作的强大合
力。各镇（街道）、职能部门充分发挥

主体作用，自觉担负起主业主责，形
成了“相互协调、分工明确、齐抓共
管”的治理新格局。市场监管与农业
农村、城管、卫健等职能部门，加大监
督抽检力度；强化餐厨垃圾收集、转
运、处理环节执法力度；加强食源性
疾病的监测工作，定期联合开展专项
整治，打好食品安全监管“组合拳”。

探索用市场思维破解食安监管
难题

在充分调研、大胆探索的基础上，
新沂市在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推动
食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立了

“让市场管市场”的食安治理定位,确
定了发挥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共治两
个基本点,将“食安监管”上升为“社会
治理”层面,形成了党政同治、部门合

治、行业自治、业态整治、社会共治“治
并举”新沂模式，蹚出了一条攻克食品
安全难题的“共治”之路。为此，新沂
市出台制定了《新沂市农贸市场专项
规划》，致力于打造农贸产品批发市
场、中心农贸市场和社区菜站全方位、
多层次的市场供应体系，加大食品安
全技术力量投入，大力推广智慧农贸
追溯系统，将农贸市场“智慧溯源”融
入标准化建设，确保食品“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智慧管理”。

“你点我检”常态化抓流通环节
“七寸”

在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安链条中，
流通环节是关键“七寸”，新沂市的做
法就是“抓中间促两头”。近年来，新
沂在所有大型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及大型超市建设快检室
（亭）。目前新沂市已建成 17 个快检
室（亭），实现基层分局及城区批发、
农贸市场全覆盖，构建三级检测网络
体系。截至目前，新沂市各快检室

（亭）共进行快检 132975 批次，开展
“你点我检”现场活动 235 场次，快检
各类食品33621批次。

自新沂市全面启动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以来，广大群众
切实从柴米油盐中感受到食品安全
的变化，农贸市场买菜不再担心农药
残留，“你点我检”一测便知，餐饮后
厨不再是“进入重地”，明厨亮灶保障
消费者看得清楚，餐饮行业和市民主
动加入创建工作，新沂市食品安全水
平得到全面提升。 陆敬雅 倪 淼

创“新沂模式”，引领食品安全新风尚

淮安市洪泽区应急管理局自转
隶组建以来，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抓在手上、见诸行动，坚持在落实
责任、筑牢根基、完善机制、严明纪律
上下功夫，驰而不息深化党风廉政建
设，为打造廉洁担当型应急执法机关
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廉政责任。统
筹整合资源力量，第一时间组织成立了
局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小组，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落细见效。党组主要负责人严格履
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定期研究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坚持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业务工作同研究、
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党组

全体班子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要
求，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开展经常性督促指导，层层传导压
力，促进人人履责，有效凝聚全局党风
廉政建设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深化勤廉教育，筑牢拒腐基础。
每年制定《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清单》、每季度订立《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季度工单》，将党员干部勤廉
教育列入清单履责重要内容。党组主
要负责人坚持落实“四个亲自”要求，
上好廉政党课，带头组织开展警示教
育活动。不定期通报违法违纪典型案
例，组织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到勤廉
教育基地开展实境课堂教育，实现警
示教育常态长效、警钟长鸣，引导全局

干部职工不断强化勤廉自律意识，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

聚焦重点环节，完善防控机制。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

“三重一大”事项请示汇报制度和党组
议事决策制度，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
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促进科学决策。凡企业安全监管执法
等重大事项，均通过召开党组会议集
体研究决定，发扬党内民主，绝不搞“一
言堂”。坚持以廉政风险防控为导向，
密切结合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隐患点和风险点，全方位开展
岗位廉政风险排查，定期对廉政风险
点进行监督检查，紧盯重点领域，加强
薄弱环节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坚持问题导向，严明作风纪律。

突出日常监督，严明全局干部职工作
风纪律。定期开展谈心谈话活动，主
动了解干部职工思想和生活动态，对
有困惑和困难的及时排忧解难，对有
不良言论的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对失
职失责的严肃进行追责纠错。坚持对
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采取
会议强调、谈心谈话等措施抓早、抓
小、抓严，重点关注党员领导干部婚丧
嫁娶、经商办企业、兼职取酬、执法监
管等问题，对违规违纪的及时开展廉
政提示提醒，讲明形势要求，切实做到
主动防范、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仲爱林 唐洪山

洪泽区应急管理局：以务实举措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常抓不懈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0 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今年第 6 号台风“米克
拉”可能于 11 日上午在福建漳浦到
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根据《国家防
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
防总决定于8月10日16时启动防汛
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要求，
相关地区防指要进一步强化台风

“米克拉”监测预报预警，抓紧开展
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抓好受影响海
域船只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和近海
养殖人员上岸避险；提前组织低洼
易涝区、风暴潮漫滩区、地质灾害隐
患点、老旧小区、旅游景区、在建工
地等重点区域人员转移安置；突出
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
石流、城市内涝等灾害防范。

今年第6号台风来袭


